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吴承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盛建龙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冯建兰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

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71,037,862,897.92 56,974,966,370.73 24.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478,069,185.67 13,664,167,036.07 5.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6,915,524,263.40 1,659,305,648.10 316.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246,412,426.18 810,776,383.72 53.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73,183,310.85 200,005,835.44 36.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64,973,882.10 193,581,655.50 36.88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98% 1.47%

增加

0.51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6 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8 0.06 33.33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28,928.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895,916.5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621,059.6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所得税影响额

-2,736,476.25

合计

8,209,428.75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114,8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

2,124,825,159 63.74 2,124,825,159

无

0

国有法人

台州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

113,758,793 3.41 0

质押

40,000,000

国有法人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101,550,851 3.0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义乌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

76,060,293 2.2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37,929,252 1.14 0

质押

21,8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振东集团有限公司

37,015,699 1.11 0

质押

25,6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戴华美

32,000,000 0.9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30,155,824 0.90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浙江和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27,426,900 0.82 0

质押

10,65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义乌联顺投资有限公司

15,104,900 0.45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台州市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13,758,793

人民币普通股

113,758,793

西子联合控股有限公司

101,550,851

人民币普通股

101,550,851

义乌市裕中投资有限公司

76,060,293

人民币普通股

76,060,293

浙江裕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7,929,252

人民币普通股

37,929,252

振东集团有限公司

37,015,699

人民币普通股

37,015,699

戴华美

3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0

浙江华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0,155,824

人民币普通股

30,155,824

浙江和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426,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426,900

义乌联顺投资有限公司

15,10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5,104,900

义乌市金瑞投资有限公司

14,434,606

人民币普通股

14,434,6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上三高速和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形

，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

形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741,419,011.07 13,986,108,599.00 48.30%

主要是客户资金增加

结算备付金

5,350,464,933.98 3,097,661,877.71 72.73%

主要是客户结算备付金增加

融出资金

8,001,721,821.43 5,760,387,180.06 38.91%

主要是融出资金规模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4,168,947.35 -100.00%

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结束

应收款项

119,679,212.75 295,452,252.49 -59.49%

主要是应收清算款减少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16,425,522,238.50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243,434,409.24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762,839,431.92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拆入资金

1,104,793,333.33 400,000,000.00 176.20%

主要是拆入资金规模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353,301,712.56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363,844,360.28

不适用 财务报表列报项目调整

衍生金融负债

3,818,331.17 -100.00%

主要是衍生金融工具合约结束

代理买卖证券款

16,552,087,035.46 9,414,709,304.84 75.81%

主要是证券市场回暖

，A

股业务规模

增加

应付款项

21,045,008.38 15,583,920.14 35.04%

主要是应付清算款增加

递延所得税负债

75,193,859.92 51,307,877.56 46.55%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增加

其他权益工具

553,344,574.06

不适用 发行可转债计入权益工具价值

其他综合收益

1,659,769.30 21,045,244.88 -92.11%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项目

2019

年第一季度

2018

年第一季度 增减幅度 变动原因

其他收益

8,895,916.53 5,770,800.00 54.15%

本期政府补助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62,732,087.63 1,892,100.68 13785.74%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及资本市场

波动影响

汇兑收益

-798,438.21 -1,510,903.49

不适用 汇率变动

其他业务收入

388,099,056.11 171,869,287.10 125.81%

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

税金及附加

7,255,165.59 4,576,877.70 58.52%

本期收入增加导致

业务及管理费

495,956,544.62 373,180,480.79 32.90%

本期与业绩相挂钩的绩效工资增幅明

显

信用减值损失

4,915,247.82 -2,162,002.64

不适用 应计提减值的金融资产规模增加

其他业务成本

374,578,050.19 170,693,389.05 119.44%

子公司销售成本增加

所得税费用

92,571,796.14 67,272,855.10 37.61%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866,470.06 -27,942,250.98

不适用 实施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影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915,524,263.40 1,659,305,648.10 316.77%

回购业务

、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导致的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比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819,815,841.21 751,464,698.62 275.24%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企业会计准则第24

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四项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 ）。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本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不对2018年比较期间信息进行重述。因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引起的差异

调整直接计入期初留存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9年4月26日，公司发布《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财政部于

2017年修订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2019年一季度公司财务报表已按新金融工具准则编制，2018年比较财务

报表数据不追溯调整。

2、2019年4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聘任程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程景东先生尚待

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任期自其取得前述任职资格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至本报告披露日，承诺事项未有变化，履行情况请参阅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承根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9-036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4月22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于2019年4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表决董事6人，实际表决董事6人。马国庆先生、许长松先生、熊建益先生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尚须经监管机构核

准。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审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根据证监会、交易所相关规定及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编制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38）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按照“准则第22号” 修订、“准则第23号” 修订、“准则第24号” 修订、“准则第37号” 修订及财会[2018]15号通知的有关

规定对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各位董事一致同意聘任程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其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经审查程景东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

格条件，具备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聘任程景

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0）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9-037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 或“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4月22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19年4月

2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发表如下书面意见：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报

告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报告真实反映公司的经营结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未发现参与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泄密、违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发表如下书面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金融工具相关会

计政策的变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1878� � � �证券简称：浙商证券 公告编号：2019-039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已于2019年4月26日经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简称“财政部” ）修订的会计准则作出相应的调整，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

●因业务未来发生额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变更未来对财务状况的影响不能确定。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会计政策变更原因和变更时间

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下简称“准则第22号”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

产转移修订》（以下简称“准则第23号”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以下简称“准则第24号”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

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简称“准则第37号” 修订）。

根据财政部规定，境内上市公司应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修订后准则。

（二）变更前的金融工具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

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的金融工具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准则第22号” 修订、“准则第23号” 修订、“准则第24号” 修订、“准则第37号” 修订及财会[2018]15号通知的

有关规定执行。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

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根据准则衔接规定，企业应当按照新准则重新编制2019年1月1日的资产负债表，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2019年1月1日及以后会计期间，公司按新

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和相关列报，不重述2018年比较期间数据。

二、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财政部对准则第22号、准则第23号、准则第24号和准则第37号等四项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四分类” 改为“三分类”（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了金融资产类别，提高了分类的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二是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计提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三是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

定，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的风险管理活动；四是金融工具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实施上述新准则对会计核算和相关列报的主要影响有：根据新准则，对公司金融资产进行分类和计量，包括对估值方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对相关

金融资产运用预期损失法进行减值测试，并重新计量其账面价值；相应调整其他综合收益和期初留存收益。基于公司年末金融资产持仓情况和上述

变更的测算，金融资产分类、计量及减值方法等变更预计将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广泛影响，但对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未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同意公司按照“准则第22号” 修订、“准则第23号”

修订、“准则第24号” 修订、“准则第37号” 修订及财会[2018]15号通知的有关规定对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和公司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对公司财务数据、经营情况造成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及其股东

的利益。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公司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变

更。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金融工具相关会计政策的变

更。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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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经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

案》，聘任程景东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查程景东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未发现其有《公司法》、《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条件，具

备担任拟任职务所需的专业素质和职业素养。上述人员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聘任程景东先生担任

公司副总裁。

程景东先生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任期自其取得前述任职资格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程景东先生简历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附件：

程景东先生简历

程景东先生，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1992年8月至1998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发行司、人事司、

非银行司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1998年6月至2006年1月任中国证监会机构监管部、派出机构协调部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2006年1月至2009

年3月任渤海银行总行法律合规部总经理；2009年3月至2012年12月任光大银行总行资产保全部总经理助理、 副总经理；2013年1月至2017年2月任建

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7月起任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顾问。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朱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孟长舒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孟长舒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总资产

269,208,814.66 278,909,465.00 -3.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42,548,153.94 251,882,550.02 -3.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7,483.16 -19,476,897.46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29,328.56 219,964.25 -4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34,396.08 -8,930,569.79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9,334,396.08 -8,925,517.19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78 -3.09

减少

0.69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61 -0.0154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61 -0.0154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22,16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益

（

天津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2,782,809 19.47 0

无

112,782,809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64,961,700 11.22 0

质押

4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18,961,700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41,397,866 7.15 0

无

41,397,866

国有法人

上海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12,073,395 2.08 0

无

12,073,395

国有法人

陈勇

11,767,490 2.03 0

质押

11,767,490

境内自然人

朱忠敏

9,298,000 1.61 0

无

9,298,000

境内自然人

刘秋影

6,113,800 1.06 0

无

6,113,800

境内自然人

朱炳银

5,064,900 0.87 0

无

5,064,900

境内自然人

王芳芳

4,488,300 0.77 0

无

4,488,300

境内自然人

方怀月

4,180,000 0.72 0

无

4,180,0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嘉益

（

天津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2,782,809

人民币普通股

112,782,809

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64,961,700

人民币普通股

64,961,700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41,397,866

人民币普通股

41,397,866

上海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12,073,395

人民币普通股

12,073,395

陈勇

11,767,490

人民币普通股

11,767,490

朱忠敏

9,298,000

人民币普通股

9,298,000

刘秋影

6,113,800

人民币普通股

6,113,800

朱炳银

5,064,900

人民币普通股

5,064,900

王芳芳

4,488,300

人民币普通股

4,488,300

方怀月

4,1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1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第二大股东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和讯商贸有限公司持有1,958,700股， 占公司总

股本0.33%。天津中维与天津和讯为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66,920,400股，占公司总股本11.55%。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本期数较期初数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购买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5,000万元所致；

2、预付款项本期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预付的房屋租金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本期数较期初数增加，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购买了银行保本理财产品5000万元

所致；

4、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是由于公司子公司新疆中房置业有限公司由于改造装修出租收

入减少所致；

5、投资收益本期数较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公司收到银行保本理财收益所致；

6、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期数较上期数减少，是由于公司子公司新疆中房置业有限公司由于

改造装修收到的出租收入减少所致；

7、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子公司新疆中房置业有限

公司代收款项较上期减少所致；

8、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主要是由于报告期内支付的上年末计提

的员工年终奖金额较上期减少所致；

9、支付的各项税费本期数较上年期数减少，主要是由于上期公司子公司新疆中房置业有限公司支付

了上年末计提的应交所得税款所致。

10、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是由于报告期内公司支付的中介费用以

及预付办公用房租金较上期数减少所致；

11、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是由于上期公司收到

处置办公车辆款项所致；

12、投资支付的现金本期数较上期数减少，是由于本报告期内公司购买的银行保本理财金额较上期减

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6年8月22日披露了《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公告。2016年9月6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草案）及除配套融资相关议案外的其他相关议案。

2017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三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重组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辽宁忠旺精制投

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2017年9

月5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2017年12月29日，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进行了回复。公司股票于2017年12月29

日复牌。

2018年6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四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并于2018年6月25日披露了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等报

告。

2018年8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四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延长本次重组决议有效期

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辽宁忠旺精制投

资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2018年8

月27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前述议案。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报告已超过有效期，本次重组各中介机构正在更新相关报告。公司

将及时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因公司主营房地产业务可销售房屋减少，预计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公司名称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朱雷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90� � � �公司简称：中房股份

第一季度

报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600890� � � �公司简称：中房股份

年度

报 告 摘 要

2019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B256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一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其他事项段或与持续经营

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

者注意阅读。

强调事项为：中房股份公司目前房地产业务无后续开发项目，现正与辽宁忠旺精制投资有限公司进行

资产重组，今后的主营业务将在重组完成后转为铝加工业务。但重组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段内容不

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5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2,021,

979.2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90,525,841.59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432,547,820.81元。

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房股份

600890 ST

中房

、

*ST

中房

、

长春长铃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洪洁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

18

号长远天地大厦

C

座二层

电话

010-82608847

电子信箱

guohongjie@credholding.com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目前空缺。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目前主要业务为投资性房产的销售及自有物业的出租。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销售位于新疆乌鲁木齐新疆兵团大厦一层共计348.85平方米投资性房产，实

现营业收入1,162.83万元。报告期末实际物业出租为253.44平方米，全年出租收入59.70万元。

由于公司投资性房产的继续出售，导致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存量继续下降，截至报告期末仅有新疆中房

10,523.46平方米存量投资性房地产。报告期内，公司没有新增土地储备和新开工项目，房地产主营业务面临

经营困境。

由于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若重组成功，公司主营业务将彻底发生改变。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8

年

2017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16

年

总资产

278,909,465.00 323,844,294.41 -13.88 318,483,900.38

营业收入

12,225,355.53 76,542,213.60 -84.03 10,833,46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021,979.22 8,055,564.35 -621.65 -42,018,822.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2,184,723.07 -1,089,224.42 -50,992,045.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51,882,550.02 293,923,162.87 -14.30 285,867,598.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638,861.24 -27,318,581.52 -36,953,959.0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26 0.0139 -622.30 -0.072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726 0.0139 -622.30 -0.07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5.40 2.78

减少

18.18

个百分点

-13.69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

1-3

月份

）

第二季度

（

4-6

月份

）

第三季度

（

7-9

月份

）

第四季度

（

10-12

月份

）

营业收入

219,964.25 123,899.99 124,566.66 11,756,924.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930,569.79 -11,951,309.47 -12,253,368.78 -8,886,731.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8,925,517.19 -11,816,588.37 -12,162,867.41 -9,279,750.1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476,897.46 -4,965,818.54 -10,709,059.85 -8,487,085.39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本及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18,387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

户

）

22,169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户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嘉益

（

天津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112,782,809 19.47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天津中维商贸集团有限公司

0 64,961,700 11.22 0

质押

46,00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冻结

18,961,700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

0 41,397,866 7.15 0

无

0

国有法人

上海华山康健医疗有限公司

0 12,073,395 2.08 0

无

0

国有法人

陈勇

0 11,767,490 2.03 0

质押

9,430,000

境内自然人

朱忠敏

-275,600 9,298,000 1.6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天津和讯商贸有限公司

0 7,280,000 1.26 0

质押

7,280,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王芳芳 未知

6,286,461 1.0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方怀月 未知

6,150,052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秋影 未知

6,113,800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天津和讯为天津中维的控股股东

，

与天津中维为一致行动人

。

公司未知其他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 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1,222.54万元，同比减少84.03%；实现营业利润-3,986.19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4,202.20万元。

2 导致暂停上市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 面临终止上市的情况和原因

□适用 √不适用

4 公司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

根据财政部要求，本公司财务报表格式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1）财务报表格式变更

财政部于2018年6月发布了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 本公司根据相关要求按照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

业）编制财务报表：（1）原“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项目，合并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项目；（2）原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项目并入“其他应收款” 项目列报；（3）原“固定资产清理” 项目并入“固定资

产” 项目中列报；（4）原“工程物资” 项目并入“在建工程” 项目中列报；（5）原“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项目，合并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项目；（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项目并入“其他应付款” 项目

列报；（7）原“专项应付款” 项目并入“长期应付款” 项目中列报；（8）进行研究与开发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化支出，列示于“研发费用” 项目，不再列示于“管理费用” 项目；（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分拆“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10）股东权益变动表中新增“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结转留存收益” 项目。并根据

上述列报要求相应追溯重述了比较报表。

由于上述要求，本期和比较期间财务报表的部分项目列报内容不同，但对本期和比较期间的本公司合

并及公司净利润和合并及公司股东权益无影响。

（2）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财政部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关于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收到的扣缴税款手续费， 应作为其他与日常活动相关的项目在利润表的 “其他收

益” 项目中填列。

5 公司对重大会计差错更正原因及影响的分析说明

□适用√不适用

6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适用√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890� � �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2019-010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披露《委托理财公告（临2019-001）》，公司以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民生银行发

售的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2018第1063期）对公理财产品，该产品于2019年4月4日到期，本金5,000万元及

利息47.18万元人民币已划入公司帐户。

2019年4月2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使用公司闲置资金

购买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日，公司2019年第2次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民生

银行对公理财产品的议案》，决定购买民生银行发售的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2019第192期）对公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与民生银行签署《中国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服务协

议》，出资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民生银行发售的民生银行综合财富管理（2019第192期）对公理财产品，产

品编码FGDA19192L，服务期限自2019年4月26日至2019年7月22日，共87天，预期收益率为4.20%（扣除托管

费率及管理服务费率），该产品预计到期后产生收益50.75万元。本产品为保本型理财产品。投资期限内减少

公司现金流净额5,000万元，对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无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为5,000万元。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0890� � � �股票简称：中房股份 编号：临2019－008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于2019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6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6人；

（五）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朱雷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8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42,021,

979.22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90,525,841.59元，期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432,547,820.81元。

由于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本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8年度履职情况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标意见的专项说明》。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对总经理决策权限授权的议案》。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使用公司闲置资金购买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授权经营管理层使用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

短期理财产品，额度不超过10,000万元人民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投资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该议案独立董事认为：公司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风险较低的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

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增加公司收益，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授权经营管理层有利于加快投资决策程序，提高工作效率。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暂不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本议案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议案（一）、（二）、（三）及（四）项议案须提交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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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19年4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于2019年4月2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四）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人；

（五）本次监事会由李明颐女士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按照《证券法》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2018年年度报告进行了审核，经审核认为：

(1)董事会编制2018年年度报告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2018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

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8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对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标意见专项说明的意见的议案》。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

按照《证券法》的有关要求，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经审核认为：

1、董事会编制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2、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

各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在出具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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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度

报告


